
 

< 招收新會員 > 
歡迎本區六十歲或以上長者
入會，10-12 月入會有效期
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會費
12 元，只需攜帶相片 1 張、
身份證，致電預約到本中心
辦理即可。(申請者須即場於
中心攝影數碼相片以製作智
能會員證。)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隆樓 6-9號地下 

電   話：2505-7428 傳真：2505-8064 

Whatsapp 專線：5136 2029 
電郵地址：sswse@hkmcadvent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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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服務主題： 

「擁抱生命，祝福社群」 
 

< 聽你細訴 > 
若果您需要任何情緒支援的話，需要與我們分享
及傾談，又或想瞭解社區有什麼資源可幫助自己
及家人，歡迎到中心聯絡社工葉明暉、李智樑、
高汝森、周素琴或李柏納，我們樂意聆聽，並提
供社會資源申請和轉介服務。 

< 特別通告 > 

因應社會福利署最新指引，中心偶到服務現已作出彈性恢復，惟仍需嚴格遵

守防疫措施，相關安排如下﹕ 

1.使用中心偶到服務範圍僅限於大廳及耆義樂園。 

2.每人每節(上午 8:30-下午 1:00為上午節；下午 1:00-5:30為下午節)一次 

性使用時間最長 1小時，兩節時間不可連續使用。 

3.同一時間切勿多於 8位使用者停留於服務範圍內。 

4.各人於中心範圍內必須正確配戴口罩及保持最少 1米社交距離。 

5.可使用之偶到服務包括﹕電視、閱報、健身設備、諮詢服務。 

6.服務使用者進入中心時，必須消毒雙手、量度體溫、接受健康狀況記錄。 

7.任何人士曾於過去 14天外遊、或正接受醫學檢測(檢疫，強制檢測等)，或 

  同住家中有相關人士，暫請勿到訪中心。 

8.各活動報名仍以電話形式進行。 

9.中心會因應情況對以上安排作出修訂，請會員密切留意中心 WhatsApp專線 

發佈或 Facebook專頁，以獲悉最新資訊。 

下月例會 & 
專題講座~禦寒方法 

日期：11月 1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9:30/ 9:30-10/ 10-

10:30/ 10:30-11/ 11-11:30/ 
11:30-12 

內容：介紹認識禦寒方法。 
費用：全免 / 名額：每節 15位 
報名日期：10月 19日起致電中心登記 
負責職員：周姑娘、高先生、納先生 

Facebook  



 

 

 
  

 << 負重運動練習坊(7)  >> 
日期﹕10 月 4 日至 29 日 (共 12 次) 
時間：逢星期一、三、五(下午 3:30 - 4:30) 

內容﹕進行負重運動儀練習，有效提升骨質
密度，強化人體骨骼及肌肉，改善骨
質疏鬆。 

名額﹕每節 6 位，額滿即止。 
備註：活動當天致電中心報名；置有心臟起搏    

       器、體內金屬儀器人士、孕婦等不能使用。 

負責職員：朱姑娘 

<< 熱敷墊體驗坊(7) >> 
日期﹕10 月 5 日至 28 日 (共 7 次) 

時間：逢星期二、四 (下午 1:00-2:00) 

內容﹕體驗以熱敷墊舒緩痛症的功效。 

費用：全免                                                                                                                                                                                                                                                                                                                                                                                                                                                                                                                                                                                                                                                                                                                                                                                                                                                                                                                                                                                                                                                                                                                                                

名額﹕每節 4 位，額滿即止 

備註：活動當天致電中心報名。 

負責職員：朱姑娘 

< 會員代表會(3) > 
日期：10月 5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12 

內容：會員代表分享意見、商討及策劃中心

活動、義工訓練等。 

費用：全免 

名額：16位 

負責職員：葉先生 

<<「生命導航」茶座 >> 
日期：10 月 5、12、19、26 日  
     (逢星期二，下午 3:30-4:15/4:30-5:15) 
      10 月 2、9、16、23、30 日 
     (逢星期六，上午 9:15-10/10:15-11) 
內容：抽獎、禮物、音樂分享、健康信息。 
費用：$12 / 名額﹕每節 15 位 
主講：馮教士及翟牧師 
負責職員：錢姑娘 
 10 月 26 日起於中心接待處開始 11 月茶座報名。 

<<健康傳真-- 關注虐老-長者篇>> 
日期：10 月 8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內容：提高長者對虐老問題的警覺性及認 
      識、虐老的普遍性、定義、種類及成 
      因、當遇上虐老的情況，知道如何尋 
      求社會資源。 
費用：全免 
名額：15 位 
主講：衛生署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負責職員：錢姑娘 

20-22 老有所為~「松柏身心添活力展覽 5」 

日期：10月 11日(一) 
時間：上午 10:30-11:00/11:00-11:30 
內容：透過展覽和遊戲，介紹面對逆境，保 
      持情緒健康的重要性和減壓方法 
費用：全免 
名額：60位(每節 30位) 
負責職員：納先生 
(鳴謝：社會福利署資助) 

<< 獨居樂融融(七) >> 
日期：10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3:00/3:00-4:00 

內容：分享獨居專題、關懷時刻、社區資訊。  

費用﹕全免 

名額：每節 15 位 (每人只限報一節) 

對象：獨居會員 

負責職員：高先生 

<<大笑特攻隊(四)>>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00-4:00 
內容：培訓義工成為大笑大使，認識大笑運 
      動的內容及學習當中要訣。 
費用：全免 
名額：12 位  
對象：中心義工 
 (曾參加 8 月份的大笑特攻隊(三)的義工可獲優先考慮) 
負責職員：李先生、錢姑娘 

 

*請於 10月 6日起致電中心報名，請留

意活動會因應疫情作出調動。所有活
動在中心舉行，有特別指明除外。 

 

活動介紹 



 

<< 男士新天地(7) >> 
日期：10月 25日 (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男會員們一起輕鬆耍樂，暢談生活  
      軼事和時事趣聞，結交朋友。 
費用：全免 / 名額：12位 
對象：男士會員 
負責職員：葉先生 

 

 

由 10 月 5 日開始報名 ~ 活動如有更改，以中心公佈為準 

長者中文班(成教)(一) 
日期：10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 (共 10 堂)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 10:15-11:45 
內容：教授簡短文章、默書、抄書、習作等。 
      <包課本及寫字簿> 
費用：$20 
名額：16 位 
學歷要求：小六程度以下 
導師：彭少康先生 
負責職員：陳姑娘 

長者趣味英文班(成教)(一) 
日期：10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 (共 10 堂) 
時間：逢星期三，下午 12:00-1:30 
內容：教授英文生字及對話句子。 
   (需要認識 26 個英文字母) <包課本及寫字簿> 
費用：$20 
名額：16 位 
學歷要求：小六程度以下 
導師：彭少康先生 
負責職員：陳姑娘 

健康讚美操(基礎)(四) 
日期：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共 8 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 9:00-9:30 
內容：教授簡易節奏緩慢的讚美操及健康訊息。 
費用：$10 
名額：10 位 
負責職員：錢姑娘 

健康讚美操(進階)(四) 
日期：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共 8 堂)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 9:30-10:00 
內容：教授進深節奏輕快的讚美操及健康訊息。 
費用：$10 
名額：10 位 
負責職員：錢姑娘 

<<數獨你智醒(二)>> 
日期：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6 日(共 6 堂)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 9:00-10:00 
內容：學習遊玩健腦遊戲-數獨(9x9)。 
費用：$10 
名額：10 位 
對象：曾參加數獨你智醒(一) 會員優先 
負責職員：錢姑娘 

X-box遊戲(一) 
日期：10 月 12 日-11 月 16 日(共 6 堂)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 10:30-12:00 
內容：與參加的會員一起用 X-Box 的遊戲來活動 
      身體，享受遊戲的樂趣。  
費用：$25 
名額：8 位 
負責職員：陳先生 
備註：此活動需要一定程度的活動量，請參加者穿
著方便活動的衣服。 

響樂手鈴班(2) 
日期：10 月 12 日至 11 月 16 日 (共 6 堂) 

時間：逢星期二，下午 2:00-3:00 

內容：學習手鈴玩法，用手鈴配合歌曲完成 

      一首音樂。 

費用：$10 

名額：8 位 

負責職員：陳姑娘、錢姑娘 

<<智能手機班(三)>> 
日期：10月 22日-11月 26日(共 6堂)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 10:15-11:15 
內容：與參加者一起學習使用智能電話學習 
      使用下載應用程式，以及解釋和試用 
      一些市面上常見的應用程式。 
費用：10元 
名額：8位 
負責職員：陳先生 
備註：參加者需要對智能電話的使用有基本認識，
例如簡單操作以及對應用程式有簡單的了解。 

假期通告﹕ 

10 月 14 日為「重陽節」假期

中心休息，敬請留意。 



 

樂活社區~認知障礙症知多一點點(5)(10b) 
日期：10月 11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4:15-5:15 
內容：講解運動如何能幫助預防認知障礙 
      症，介紹健腦運動及增加運動趣味的 
      方法，鼓勵大家養成規律運動的習 
      慣。 
費用：全免 
名額：15位 
對象：會員及護老者會員 
負責職員：周姑娘 

樂活社區~護老大聯盟(八)愛護自己(11b)(NC)   
日期：10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介紹在日常生活中愛護自己的方法， 
      讓護老者在繁忙的日常中也能忙裡偷 
      閒，享受放鬆時光。 
費用：全免 
名額：10 位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會員優先 
負責職員：周姑娘 

樂活社區~耆樂無窮(四)粉彩繪畫樂 (10c) 
日期：10 月 22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教授會員繪畫粉彩畫，培養會員對藝 
      術的興趣。 
費用：全免 
名額：5 名 
對象：有記憶力訓練需要會員 (由社工評估) 
負責職員：周姑娘 

樂活社區~護老大聯盟(七)快樂非洲鼓(11b)(NC) 
日期：10月 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內容：教授簡易非洲鼓演奏技巧，與護老 
      者共度歡樂輕鬆的音樂時光。 
費用：全免 
名額：5名 
對象：有需要護老者會員優先 
負責職員：周姑娘 

動心手作(二) 得獎名單 
感謝各位會員觀賞動心手作短片，正確答案是 C，以下參加者獲獎一份。得獎人可以即日
起至 10月 29日帶同會員證於中心辦公時間內領取禮物，逾期者將不獲補領。 

鄭家文 周素英 李炳輝 黎雪芬 鍾可兒 林鳳娣 
鄭惜愛 林孫妹 黃葉 鄧潔珍 鄭錦梅 羅慧嬋 
謝皓華 康月明 黃恩楣 陳麗英 彭潤寬 李玉瓊 
張惠卿 陳玉珍(30001851) 彭月卿 林偉民   

 

2021 敬老護老愛心券 

今年度「敬老護老愛心券」將於十月三十日展開，如往年一樣，由中心籌得的善款，總
數百分之八十五收益撥歸中心服務開支，餘下百分之十五撥歸「敬老護老愛心會有限公
司」行政費及儲備基金。中心已申請進行公開義賣愛心券，詳情如下︰ 

日期 地點 日期 地點 

10 月 31 日 (星期日) 長洲碼頭海旁 11月11日 (星期四) 筲箕灣港鐵站 

11 月 1 日 (星期一) 小西灣瑞滿樓對出 11月12日 (星期五) 小西灣瑞滿樓對出 

11 月 2 日 (星期二) 柴灣港鐵站 11月15日 (星期一) 筲箕灣東大街 

11 月 4 日 (星期四) 柴灣宏德居 11月16日 (星期二) 西灣河港鐵站 

11 月 9 日 (星期二) 小西灣瑞滿樓對出 11月18日 (星期四) 北角 

 

 義賣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除長洲外) /  集合時間另行通知。 
 義工協助方法︰ 1.參與公開義賣愛心券，詳情請向葉先生查詢。 
                  2.到中心索取愛心券向親友宣傳及義賣。   
今次活動將設有獎狀及禮物，以感謝及鼓勵大家對中心的支持，詳情如下﹕ 
愛心鑽石獎：凡協助售出愛心券 21 本或以上； 
愛心金獎：凡協助售出愛心券 16-20 本； 
愛心銀獎：凡協助售出愛心券 10-15 本； 
愛心銅獎：凡協助售出愛心券 5-9 本。 



 

 

        撰文：葉明暉(中心主任) 
自消費券發放至今，不知道大家如何運用那$5000？吃一頓豐富的晚餐？添置日用品？還是購買喜
歡的衣飾、電子產品？細心想想，這$5000 又有沒有令你生活更開心？  
 
雖然俗語說：「金錢買不到快樂」，但實情是吃到美味的東西、買到心儀的衣飾時，還是令人心
情舒暢。不過，我們或許會發現，這些物質帶來的快樂，都是十分短暫，當習慣了以後，也是不
過如此。第一口吃的鮑魚帶給你快樂，但當吃到最後時，心中想的就是血糖超標；買了新衣的第
一天很快樂，但數月後再在衣櫃看到那件新衣時，你已沒什麼感覺。 
 
那如何才可以持續地快樂？我認識很多時常開心的長者，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就是知足和感
恩。他們並不追求豐富的物質享受，卻是享受擁有的、感謝上天或他人給予他們的。 
 
心理學家沙洛文博士曾提出「感恩日記」的練習，建議每天晚上寫下當天三件很順利的事，還有
重要的是，為什麼它們會很順利。讓我們嘗試學習感恩吧，我們必定能發現更多：也許你會發現
家人陪伴用膳那份關心；又或是欣賞你穿新衣服的朋友那份關係，這些都比物質更令我們心靈滿
足。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聖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 5章 16-18) 

職員訊息:  
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新的中心主任葉明暉(葉生)。多謝你們一直對我、對中心的支持﹗這
些年我看見每逢中心活動報名日，你們都很踴躍支持，不怕排隊和打電話；又樂意用自己時
間，幫中心做義工，找你們幫忙也絕少托手踭，這都讓我感受到你們的善良和對中心的深厚
感情。今後我也會繼續努力，帶領中心提供適合大家的服務。今後還請你們繼續對中心多多
支持﹗ 

注射預防流感針服務 
日期︰10 月 25 日(星期一) / 時間︰上午 9:45-12:00 
內容︰2021/22 年度，採用德國生產的四價(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北半球)， 

可預防的以下 4 種流感病毒，包括： 
＊類甲型 A/維多利亞 Victoria/2570/2019 (H1N1)pdm09 病毒 
＊類甲型 B/柬埔寨 Cambodia/e0826360/2020(H3N2) 病毒 
＊類乙型 B/華盛頓 Washington/02/2019 病毒 
＊類乙型 B/布吉 Phuket/3073/2013 病毒 

費用：中心會員 ~ $2 (行政費)； 
名額︰100 位 (敬請致電中心報名並預約到中心簽署使用疫苗資助同意書的時間)  
報名日期：10 月 5 日 / 負責職員：李先生 
服務提供機構︰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備註：請帶備及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報名登記 

< 注意衛生紙巾傍身 > 
為鼓勵大家繼續保持防疫意識，中心將送出紙

巾，有興趣會員可於 10月 7日起攜同有效會

員證到中心領取，名額 600位，每人限取一

份，送完即止。 

< 溫馨提示 > 
中心備有少量拐杖雨傘，有需要會

員可於 10 月 11 日起致電中心登記，

稍後會獲通知領取日期，每人限取一

份，名額 13位，額滿即止。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柴灣小西灣邨瑞隆樓 6-9號地下 
電話：2505-7428傳真：2505-8064 
電郵地址：sswse@hkmcadventist.org 
 

~~ 護 老 者 天 地 ~~ 
< 長者夏季養生妙法（下）> (資料來源：摘自房協長者通)  

 
每到盛夏，香港變得悶熱潮濕，要是遇上熱浪侵襲，氣溫更高達攝
氏三十五度或以上，令人感到不適難耐，嚴重者更有中暑及引發併
發症的危險。不想「中招」，除了避免長期暴曬外，還要不時補充身
體水份方為上策。 
 
此外，即使置身室內，悶熱的天氣仍有可能令人中暑，要是學會自家製一
些盛夏消暑飲食料，即使沒有冷氣，也能過一個「透心涼」的大熱天。今日我們為大家
送上幾款消暑湯水。 

甚麼是中暑？ 
我們若暴露於酷熱的環境下，有機會令身體的溫度調節系統失衡，無法
從排汗過程中為身體降溫，導致中暑。 
 
正常身體在感到熱時，會自動排汗和調節呼吸頻率帶動體溫下降，在排
汗的同時，身體的水份及鹽份亦會隨之流失。當體內水份流失，電解質
失衡並缺乏足夠的養份給予身體器官，我們就有機會感到頭暈、疲倦、心跳加速、口渴
等。若置之不理，便有機會中暑，令皮膚發熱及潮紅、體溫過高等。 
  
頭暈、疲倦、心跳加速、口渴等是中暑的其中一些特徵。 

補充水份不可少 

為了調節體溫，高溫時人體會流汗，因此流失水份。在非中暑的正常
情況下，要有效補充水份，大眾所好的汽水、運動飲品等冷飲，統統
不是最佳選擇。 
  
一般罐裝飲品已有 8 茶匙糖份，不利於身體補水，更會引致缺水，適得其反。 
 
預先包裝的冰凍飲料雖然容易購買，但當中添加了過量的糖份，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最
新指引，每人每日糖份攝取量為 25 克，即 6 茶匙，但坊間的一般罐裝飲品已有 8 茶匙糖
份。至於啤酒有利尿作用，不但不利於身體補水，更有引致缺水，適得其反。 
 
因此，在夏日選擇飲料時，應以補充水份為主，最理想的是清水。若你不愛清水的味
道，可加一點檸檬片或青瓜片於水中，或自製生果水 Detox Water──做法是將喜愛的生
果切粒，連同白開水放入玻璃容器之中，放份雪櫃冷藏 8 小時後即可享用。需要留意的
是，Detox Water 充其量是幫助攝取水份，沒有研究證實可排毒瘦身；在攝取生果營養方
面，亦不及直接食用為好。 
  
至於飲水份量，每日應至少有 8 杯水，而在流汗較多的夏天，應攝取更多水份。運動後
身體由於已流失大量水份，可先補充適量的電解質，然後再飲水。 
 
注意不要等口渴才補水，因為口渴代表身體正缺水。要參考身體是否缺水，尿液的顏色
是其中一個因素，若太黃則代表已經缺水，正常的尿液應是淡黃色或者白色。 

2021年10月

      

      

      

      

      

      

      

      

      

      

      

      

      

      

      

      

      

      

      

      

      

      

 郵 

  

 票 

朱嘉怡姑娘(活動幹事) 

mailto:sswse@hkmcadventist.org


 

護老者服務介紹： 

  

< 護老聚一聚(7)  >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2:00-3:00 

內容：遊戲、輕鬆活動及短講分享。 

費用﹕全免 / 名額：每節 16 位  

對象：護老者 
負責職員：納先生 

<護老者講座--如何處理焦慮> 
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3:15-4:15 
內容：過分焦慮 的表現和不良後果、學習怎 
      樣處理自己的焦慮、如何 
      協助過分焦慮的長者。 
費用：全免 
名額：15 位 
對象：護老者(優先)/會員 
主講：衛生署東區長者健康外展隊 
負責職員：錢姑娘 

< 護老同樂唱(四) > 
日期：10 月 25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 3:15-5:00 

內容：享受卡拉 OK 樂趣，舒展身心。  

費用：全免 

名額：15 位 

對象：護老者(優先) / 會員  

負責職員：錢姑娘 

<可愛 Q版物品篇> 
日期：10月 28日至 12月 2日 (共 6堂)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 2:00-3:00 
內容：教授簡單繪畫技巧，讓你能完成 
      可愛的圖畫。 
費用：$20 
名額：12位 
對象：護老者優先、會員 
負責職員：陳姑娘 

(下列活動可於 10月 5日起致電中心報名，請留意活動會因

應疫情作出調動。所有活動在中心舉行，有特別指明除外。) 

  

 

< 訂購營養粉安排 > 

為配合防疫措施，訂購方法如下﹕ 

有需要會員可於 10 月 11 日至 12 日致電中心訂購 (每人限購最多 4 罐加營素及 2 罐怡

保康)，訂購成功後攜同會員證到中心付款(不設找贖)，並按收據上指定日期取貨，其他時

間不作訂購安排。(每次限售 144 罐加營素及 24 罐怡保康。) 

營養粉收費如下﹕ 

加營素(900 克) ~ $168(會員) / $170(護老者會員) 

怡保康(850 克) ~ $210(會員) / $212(護老者會員) 

< 復康用品外借服務 > 

本中心為護老者及長者提供復康用品外借服務，詳情如下： 

1. 即日借還：免費 

2. 按星期租借：每月只可連續借用 1 星期一次，不可續借。 

3. 按月租借：每次只可借用 1 個月，可續借一次，須暫停 3 個月後方可再次租借。 

4. 逾期交還：每天需繳付逾期費用 2 元(以中心工作天計算）。 

5. 收    費：輪椅~$10(租借 1 星期)；助行架／手杖／腳丫~$5(租借 1 星期)。 

輪椅~$20(租借 1 個月)；助行架／手杖／腳丫~$10(租借 1 個月)。 

6. 服務範圍：小西灣邨、佳翠苑、曉翠苑、富景花園、富怡花園、富欣花園、藍灣半島。 

7. 服務對象：中心會員及護老者會員。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小西灣長者鄰舍中心 2021 年 10 月份活動表 (活動如有更改以中心公佈為準)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3  
 

預約服務 

8:30-12:30 

 4  
專題講座 9-12 
負重運動 3:30-4:30 

 5  
會員代表會 
11-12 
熱敷墊體驗坊 1-2 
「生命導航」茶座 
3:30-4:15/4:30-5:15 

 6  
古事今談 9-10 
長者中文班 10:15-11:45 
趣味英文班 12-1:30 
身心靈放鬆小組 2-3 
乒乓球班 3:15-4:30 
舞蹈組 4-5 
負重運動 3:30-4:30 

 7  
健康讚美操 9-10 
耆藝工作室 10:15-11:30 
熱敷墊體驗坊 1-2 
人生如戲-圓滿幸福小組 
2:00-3:15 
衍紙藝術坊 3:30-4:30 

 8  
活力操 9-10 
耆樂話劇團 10:15-11:15 
健康傳真 3:15-4:15 
負重運動 3:30-4:30 

 9  

「生命導航」 

茶座 

9:15-10/ 

10:15-11 

 10  
 

預約服務 

8:30-12:30 

 11  
松柏身心添活力展覽 
10:30-11:30 
獨居樂融融 
2-3 / 3-4 
認知障礙症知多一點點
4:15-5:15 
負重運動 3:30-4:30 

 12   
數獨你智醒(二)9-10 
X-box(一)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1-2 
響樂手鈴班(2) 2-3 
「生命導航」茶座 
3:30-4:15/4:30-5:15 

 13   
古事今談 9-10 
長者中文班 10:15-11:45 
趣味英文班 12-1:30 
身心靈放鬆小組 2-3 
乒乓球班 3:15-4:30 
舞蹈組 4-5 
負重運動 3:30-4:30 

 14   
「重陽節」假期 

中心休息 
 

 15   
活力操 9-10 
耆樂話劇團 10:15-11:15 
護老大聯盟 2-3 
負重運動 3:30-4:30 

 16  

「生命導航」 

茶座 

9:15-10/ 

10:15-11 
 

 17  
 

預約服務 

8:30-12:30 

 

 18  
職員會議 9-12 
護老聚一聚 2-3 
大笑特攻隊 3-4 
負重運動 3:30-4:30 

 19  
數獨你智醒(二)9-10 
X-box(一)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1-2 
響樂手鈴班(2) 2-3 
「生命導航」茶座 
3:30-4:15/4:30-5:15 

 20  
古事今談 9-10 
長者中文班 10:15-11:45 
趣味英文班 12-1:30 
身心靈放鬆小組 2-3 
乒乓球班 3:15-4:30 
舞蹈組 4-5 
負重運動 3:30-4:30 

 21   愛暖傳家舍探訪 

健康讚美操 9-10 
耆藝工作室 10:15-11:30 
熱敷墊體驗坊 1-2 
人生如戲-圓滿幸福小組 
2:00-3:15 
衍紙藝術坊 3:30-4:30 

 22  

活力操 9-10 
智能手機班 10:15-11:15 
耆樂無窮 2-3 
護老者講座 3:15-4:15 
負重運動 3:30-4:30 

 23  

「生命導航」 

茶座 

9:15-10/ 

10:15-11 

 24  
 

預約服務 

8:30-12:30 

 

 25  

流感疫苗注射 

9:45-12 

男士新天地 2-3 

護老同樂唱 3:15-5

負重運動 3:30-4:30 

 26  
數獨你智醒(二)9-10 

X-box(一)10:30-12 
熱敷墊體驗坊 1-2 
響樂手鈴班(2) 2-3 
「生命導航」茶座 
3:30-4:15/4:30-5:15 

 27  
古事今談 9-10 

長者中文班 10:15-11:45 
趣味英文班 12-1:30 
身心靈放鬆小組 2-3 
舞蹈組 4-5 
負重運動 3:30-4:30 

 28  
健康讚美操 9-10 

耆藝工作室 10:15-11:30 
熱敷墊體驗坊 1-2 
可愛 Q版物品篇 2-3 
衍紙藝術坊 3:30-4:30 

 29  
活力操 9-10 

智能手機班 10:15-11:15 
愛心券義工會 2-3 
護老大聯盟 3:15-4:15 
負重運動 3:30-4:30 

 30  

「生命導航」 

茶座 

9:15-10/ 

10:15-11 


